父親的脊樑（作者：劉約翰 牧師，中國大陸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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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 6:4)
父親的脊樑，

倚著父親脊樑，

是兒時的溫床，是顛沛中的安穩鄉，

在黑暗中守望天亮，

帶我搖搖晃晃走四方。

這夜已經沒多長，歡呼等候晨光。

父親的脊樑，

在父親脊樑上，

盛滿童年的夢想，夢中星星和月亮

我清楚了人生的方向：

還有不會落的大太陽。

擺上悅納的聖壇，獻為活祭留馨香。

父親的脊樑，

站在父親身旁，

帶著寵愛和慈祥，帶著威嚴的手杖，

我和他一樣挺起脊樑，

還帶著怎麼也裝不完的希望。

父子追隨著共同的召喚，

在父親脊樑上，

奔跑在朝覲的道路上。

我沐浴美麗的春光，

父親的脊樑啊，躬的像座橋樑，

聞過瓜果香、看過谷穗黃，

我藉這橋跨越波浪，去拓展美地新疆。

也嘗過冬日無情的冰霜。

在充滿生機的禾場，

父親的脊樑，

我像父親一樣俯下脊樑，

像寬厚的城牆，阻擋風和雨，

流淚播種愛心，高歌收穫希望。

保護我不受傷。

父親的脊樑啊，彎的像弓一樣，

父親的脊樑，

我被這弓射向敵方，射中敵人的心臟。

像高聳的山崗，我站在高崗上，

與邪惡對峙戰場，

能看到天際的風光。

我穿上父親那樣的軍裝，

父親的脊樑，

手中的寶劍閃光，

光明不隱藏，高舉信和愛，

還有我磨練到強壯的脊樑。

像旌旗飄揚。
父親的脊樑，
爭戰顯剛強，
穿著我羨慕的軍裝，
馳騁在得勝的戰場。
緊貼父親脊樑，
我心總不驚慌，縱遭危和難，
他攜我藏身在保障。

我用我的脊樑，把使命擔當，
舉手仰望求幫助，不靠自己的力量。
我學會用脊樑，做兒女的安穩鄉，
讓他們在我背上，開始人生的夢想。
我願兒女都挺直脊樑，
因信有智慧，因愛更剛強，
世世代代勇敢去發光。
同樣的挺拔脊樑，
同樣的榮耀軍裝，
同樣的勇氣和擔當，
走在和父輩同樣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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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唱述父神偉大權力

以弗所書 6:4；歌羅西書 3:21
作父親的
398 全所有我獻與耶穌

每月第二主日

三一頌： 讚美真神萬福之源，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委任 Eva Wong 為 Strathfield 兒童事工統籌 (部份時間) ；(3) 在 2018-2019 年度
的 執 事 選 舉 中 ， 增 加 執 事 人 數 至 18 位 ( 即 每 個 「 語 言 會 眾 」 Language
Congregation 有 6 位執事代表) 。

上週統計
人數
英語堂
183
英語堂 CP@10
126
國語堂
167
凱登園華語堂
61
粵語堂(早堂/日堂) 108/131
總出席人數
776
母會兒童主日學出席人次 85

金額
自由奉獻
$12,509.85
自動轉賬奉獻
$4,492.50
奉獻總計(預算目標$23,900) $17,002.35
差傳奉獻
$1,618.00
感恩奉獻
$300.00
合計
$18,920.35

銀行自動轉帳（經常費）：WSCCC General Fund: BSB 082 080; Acc. 48 243 6244
銀行自動轉帳（宣教）：WSCCC Missionary Giving: BSB 082 080; Acc. 52 856 0495

主日崇拜須知：
(1) 除不得已外，絕不遲到早退； (2) 安靜默禱，預備心靈敬拜神；
(3) 同心唱詩讚美，同聲說阿門； (4) 專心聽道，樂意行道； (5) 會後分享相交，代禱服事

會務報告
1.

主裡衷心歡迎新朋舊友來參加主日崇拜，願主賜福與你。會後請留步享用茶點和
愛宴午餐，彼此團契。

2.

凱登園華語堂禱告會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三晚上 7:30 舉行，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

3.

請繼續為 CPM 堂尋找牧者禱告。

4.

凱登園華語成人主日學課程如下，請弟兄姊妹積極參加。上課時間為每主日 9:00
課程：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品格篇 導師：林寳順弟兄，曾秀恩姊妹
課程：舊約導論
導師：冼鳳珍姊妹
課程：一步一步學阿摩司書
導師：何素娥傳道，馮穗豐姊妹
另外，凱登園華語堂有三個查經小組，詳情如下：
(1) Summer Hill 小組，每月逢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何素娥傳道
(2) Hurstville 小組，每月逢第四個星期五晚上，請聯絡林寳順弟兄
(3) 青年團契，每月逢第二及第四個星期六

5.

教會特别提醒各會眾，在參加聚會時請注意合法地停泊車輛，留意車輛准許的
停放時間，停泊車輛時亦要留有足夠的出入空間給與鄰舍的車道，違例泊車不
但是會做成壞的影響，更會受到巿政府的票控。

6.

執事會通告：執事會通告：本年度之會員週年大會將於 9 月 24 日 (星期日) 下
午十二時三十分在母會正堂舉行。屆時亦將會由會員投票決定三項特别議案：
(1) 接納執事會提出有關「教會發展計劃」中為兩個堂址進行大裝修的動議；(2)

有關週年大會議程，特别動議背景資料，教會年報，及 Eva Wong 的資料等，
於今天開始派發。請各會員家庭在司事桌上索取，如需要教會年報電子版，請
電郵教會幹事鄭許之琰姊妹索取 (Email: wsccc@optusnet.com.au)。如因事故不
能出席 9 月 24 日之週年大會，而又希望參加該天的投票，可與任何一位執事或
教牧同工聯絡，領取一份 Proxy Form (委任選票) ，填妥後按指定日期之前交
回。
7.

請特別為母會張麗婉姊妹代禱，她在上週一接受手術，感謝主手術進行的很順
利；手術後雖有不適，但她的意識清醒，心中依然惦記著教會事工。主治醫師
對週四手術後的檢驗報告感到滿意，但她仍需在加護病房接受觀察。麗婉姊妹
多謝肢體的代禱及關心。請大家繼續代求，求主加速康復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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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彼得牧師
李林栩弟兄
馮穗豐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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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光瑩姊妹
沈俊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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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燕文姊妹，Amy 姊妹
曾秀恩姊妹
唐健靈姊妹
葉紹芬弟兄，何素娥姊妹

下週 2017 年 9 月 10 日
邵海東牧師
林寶順弟兄
謝曼秋姊妹
路加福音 10:25-37
你照样去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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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用祢的話使我腳步穩當，不許甚麼罪孽轄
制我。
求祢救我脫離人的欺壓，我要遵守祢的訓詞。
（詩 119:133-134）

